
股別 年 冠字 案號 案由 移送機關或告訴人 被告 偵結要旨

仁 108 偵 3137 非駕業務傷害 中壢分局 周○良 不起訴處分

仁 108 偵 8092 妨害名譽 八德分局 吳○緹 聲請簡易判決

仁 108 偵 11221 詐欺 楊梅分局 黃○翔 不起訴處分

仁 108 偵 17785 妨害名譽 蘆竹分局 池○瓊 起訴

日 108 偵 1891 妨害名譽 龍潭分局 ?○龍 不起訴處分

日 108 偵 15575 非駕業務傷害 蘆竹分局 劉○貞 不起訴處分

日 108 偵 15575 非駕業務傷害 蘆竹分局 藍○鈺 起訴

日 108 偵 19682 詐欺 簽○ 游○鳳 不起訴處分

日 108 偵緝 1482 詐欺 簽○ 吳○英 不起訴處分

日 108 偵緝 1483 侵占 簽○ 吳○英 不起訴處分

日 108 偵緝 1484 詐欺 簽○ 吳○英 不起訴處分

日 108 偵緝 1485 詐欺 簽○ 吳○英 不起訴處分

月 107 偵 26293 妨害自由 桃園分局 簡○生 不起訴處分

月 107 偵 26293 妨害自由 桃園分局 簡○余 不起訴處分

月 107 偵 26293 妨害自由 桃園分局 蘇○翰 不起訴處分

月 108 偵 19614 不能安全駕駛 中壢分局 K○RDDUMRONGKUL SAKOL 不起訴處分

月 108 調偵 783 非駕業務傷害 桃市八德調委 何○賢 聲請簡易判決

月 108 調偵 1261 傷害 桃市桃園調委 邱○榮 不起訴處分

水 107 偵續 181 政府採購法 臺灣高檢 張○木 緩起訴處分

水 107 偵續 182 政府採購法 臺灣高檢 王○義 緩起訴處分

水 107 偵續 182 政府採購法 臺灣高檢 永○科學儀器有限公司 不起訴處分

水 107 偵續 182 政府採購法 臺灣高檢 全○佳實業有限公司不起訴.緩起訴處分

水 107 偵續 182 政府採購法 臺灣高檢 創○科學儀器有限公司不起訴.緩起訴處分

水 107 偵續 182 政府採購法 臺灣高檢 鄭○俊 緩起訴處分

水 107 偵續 183 政府採購法 臺灣高檢 范○卿 緩起訴處分

水 107 偵續 183 政府採購法 臺灣高檢 徐○泓 緩起訴處分

水 107 偵續 183 政府採購法 臺灣高檢 張○木 緩起訴處分

水 108 偵 13813 著作權法 簽○ 邱○德 不起訴處分

水 108 偵 14412 竊盜 楊梅分局 L○ TIEN DUNG 不起訴處分

冬 108 偵 10665 妨害自由 龍潭分局 戴○英 聲請簡易判決

冬 108 偵 12070 竊盜 中壢分局 羅○翔 不起訴處分

冬 108 偵 14315 傷害 平鎮分局 賴○軍 不起訴處分

冬 108 偵 15572 妨害性自主罪 桃園分局 王○軒 不起訴處分

冬 108 偵 16100 誣告 簽○ 徐○書 不起訴處分

冬 108 偵 16672 詐欺 簽○ 王○益 不起訴處分

冬 108 偵 17386 竊盜 簽○ 李○彤 起訴．不起訴處分

冬 108 偵 19056 性騷擾防治法 簽○ 林○人 不起訴處分

冬 108 偵 19058 竊盜 簽○ 游○鋐 不起訴處分

冬 108 調偵 938 傷害 桃市八德調委 胡○洋 起訴

冬 108 調偵 938 傷害 桃市八德調委 陳○昶 起訴

冬 108 調偵 938 傷害 桃市八德調委 陳○能 起訴

冬 108 調偵 938 傷害 桃市八德調委 陳○豪 起訴

玉 108 偵 17441 妨害名譽 簽○ 朱○誠 不起訴處分

玉 108 偵 17441 妨害名譽 簽○ 林○緞 不起訴處分

田 108 偵 16910 妨害自由 大湖分局 林○芬 不起訴處分

田 108 偵 16910 妨害自由 大湖分局 邱○智 聲請簡易判決．不起訴

收 108 偵 15888 不能安全駕駛 大園分局 許○裕 起訴

呂 107 偵 23392 妨害自由 桃園分局 王○鈞 聲請簡易判決

呂 107 偵 23392 妨害自由 桃園分局 林○成 不起訴處分

呂 108 偵 16703 賭博 蘆竹分局 N○UYEN THI THANH TRUC 不起訴處分

呂 108 偵 16703 賭博 蘆竹分局 阮氏○欣 不起訴處分

呂 108 偵 16703 賭博 蘆竹分局 阮○茹 不起訴處分

呂 108 偵 16703 賭博 蘆竹分局 武○鸞 不起訴處分

呂 108 偵 16703 賭博 蘆竹分局 徐蘇○呈 不起訴處分

呂 108 偵 16703 賭博 蘆竹分局 張○宜 不起訴處分

呂 108 偵 16703 賭博 蘆竹分局 曾氏○玲 聲請簡易判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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呂 108 偵 16703 賭博 蘆竹分局 黃○程 不起訴處分

呂 108 偵 16703 賭博 蘆竹分局 黎○紅 不起訴處分

呂 108 偵 17580 妨害自由 簽○ 黃○宏 不起訴處分

呂 108 偵 18875 兒少性剝削 臺灣高檢 許○志 不起訴處分

呂 108 偵 18875 兒少性剝削 臺灣高檢 陳○修 不起訴處分

呂 108 偵 18900 賭博 大同分局 李○軒 不起訴處分

呂 108 偵 19110 妨害自由 龜山分局 陳○惠 不起訴處分

呂 108 偵 19336 非駕業務致死 簽○ 謝○倫 起訴

呂 108 偵續 4 駕駛業務傷害 臺灣高檢 劉○欽 不起訴處分

呂 108 偵緝 1494 妨害自由 楊梅分局 張○雄 聲請簡易判決

辰 107 毒偵 6071 毒品防制條例 龍潭分局 宋○傑 緩起訴處分

辰 107 毒偵 7736 毒品防制條例 中壢分局 黎○宇 緩起訴處分

辰 108 毒偵 101 毒品防制條例 簽○ 陳○燁 緩起訴處分

辰 108 毒偵 338 毒品防制條例 大園分局 陳○昌 緩起訴處分

辰 108 毒偵 872 毒品防制條例 桃市刑大 陳○京 起訴

辰 108 毒偵 1558 毒品防制條例 桃市刑大 黃○凱 緩起訴處分

辰 108 毒偵 1734 毒品防制條例 龜山分局 王○懋 緩起訴處分

辰 108 毒偵 1862 毒品防制條例 八德分局 張○華 緩起訴處分

辰 108 毒偵 2079 毒品防制條例 中壢分局 黎○宇 緩起訴處分

辰 108 毒偵 2280 毒品防制條例 桃園分局 莊○仁 起訴

辰 108 毒偵 2422 毒品防制條例 桃園分局 孫○凱 緩起訴處分

辰 108 毒偵 2660 毒品防制條例 中壢分局 鍾○萱 聲請簡易判決

辰 108 毒偵 2662 毒品防制條例 新北市刑大 余○城 緩起訴處分

辰 108 毒偵 2976 毒品防制條例 臺灣高檢 寇○忠 緩起訴處分

辰 108 毒偵 3013 毒品防制條例 龜山分局 郭○昇 起訴

辰 108 毒偵 3074 毒品防制條例 大園分局 鄭○ 聲請簡易判決

辰 108 毒偵 3082 毒品防制條例 桃市刑大 劉○財 起訴

辰 108 毒偵 3085 毒品防制條例 龍潭分局 黃○和 聲請簡易判決

辰 108 毒偵 3227 毒品防制條例 楊梅分局 劉○財 起訴

辰 108 毒偵 3265 毒品防制條例 樹林分局 彭○堯 緩起訴處分

辰 108 毒偵 3270 毒品防制條例 楊梅分局 高○嵐 起訴

辰 108 毒偵 3282 毒品防制條例 桃市刑大 曾○榮 起訴

辰 108 毒偵 3661 毒品防制條例 竹縣少隊 黃○淵 聲請簡易判決

岡 108 撤緩毒偵 355 毒品防制條例 簽○ 王○倪 聲請簡易判決

岡 108 撤緩毒偵 356 毒品防制條例 簽○ 游○發 起訴

岡 108 撤緩毒偵 357 毒品防制條例 簽○ 卓○旻 聲請簡易判決

岡 108 撤緩毒偵 358 毒品防制條例 簽○ 陳○源 起訴

岡 108 撤緩毒偵 359 毒品防制條例 簽○ 黃○尚 起訴

岡 108 撤緩毒偵 360 毒品防制條例 簽○ 林○祥 聲請簡易判決

岡 108 撤緩毒偵 361 毒品防制條例 簽○ 方○宗 起訴

岡 108 撤緩毒偵 362 毒品防制條例 簽○ 戴○駿 聲請簡易判決

岡 108 撤緩毒偵 363 毒品防制條例 簽○ 李○柔 聲請簡易判決

往 108 偵 5754 電遊場業管理 平鎮分局 彭○琦 不起訴處分

往 108 偵 11918 槍砲彈刀條例 航空刑大 顏○宏 不起訴處分

往 108 偵 14971 妨害公務 簽○ 顧○? 起訴．不起訴處分

往 108 軍偵 54 電遊場業管理 中壢分局 江○洲 不起訴處分

往 108 軍偵 62 電遊場業管理 中壢分局 許○毓 不起訴處分

果 107 偵 25229 偽造文書 關務署臺北關 聶○萍 不起訴處分

果 107 偵 25428 殺人未遂 中壢分局 葉○修 不起訴處分

果 107 偵 25428 殺人未遂 中壢分局 趙○宏 不起訴處分

果 107 偵 31393 偽造文書 楊梅分局 江○豪 不起訴處分

果 107 偵 31393 偽造文書 楊梅分局 黃○聖 不起訴處分

果 107 偵 32717 偽造文書 航空刑大 聶○萍 不起訴處分

果 107 偵續 258 殺人未遂 臺灣高檢 黃○評 不起訴處分

果 107 偵續 258 殺人未遂 臺灣高檢 劉○豪 不起訴處分

果 107 偵續 258 殺人未遂 臺灣高檢 劉○業 不起訴處分

果 107 偵續 258 殺人未遂 臺灣高檢 鄭○誠 不起訴處分

果 107 偵續 258 殺人未遂 臺灣高檢 魏○宇 不起訴處分



果 108 偵 4994 竊盜 大園分局 周○嶸 不起訴處分

果 108 偵 4994 竊盜 大園分局 洪○欽 不起訴處分

果 108 偵 4994 竊盜 大園分局 楊○翊 不起訴處分

果 108 偵 7396 詐欺 中壢分局 盧○宸 起訴．不起訴處分

果 108 偵緝 637 侵占 中壢分局 賴○翔 起訴

知 108 偵 17823 不能安全駕駛 龜山分局 陳○權 不起訴處分

知 108 偵緝 1460 傷害 八德分局 余○恩 起訴

知 108 撤緩偵 122 不能安全駕駛 簽○ T○AN QUOC TUAN 起訴

知 108 調偵 1188 傷害 桃市龜山調委 周○明 不起訴處分

知 108 調偵 1188 傷害 桃市龜山調委 蔡○菊 不起訴處分

知 108 調偵 1229 非駕業務傷害 桃市中壢調委 李○銘 不起訴處分

雨 108 偵 14841 傷害 大園分局 游○權 不起訴處分

建 108 毒偵 1522 毒品防制條例 桃市刑大 周○漵 不起訴處分

建 108 毒偵 1896 毒品防制條例 平鎮分局 蔡○欽 緩起訴處分

律 107 偵 9027 妨害性自主罪 楊梅分局 謝○安 不起訴處分

律 107 偵 9157 妨害性自主罪 楊梅分局 謝○安 不起訴處分

律 108 偵 18477 妨害自由 中壢分局 陳○宏 不起訴處分

律 108 偵續 43 妨害名譽 臺灣高檢 孫○琪 聲請簡易判決

律 108 偵續 44 妨害名譽 臺灣高檢 孫○琪 聲請簡易判決

律 108 偵緝 1464 非駕業務傷害 桃園分局 楊○盟 起訴

律 108 撤緩偵 127 不能安全駕駛 簽○ 盧○宏 聲請簡易判決

為 108 偵 1664 背信 簽○ 余○民 起訴

為 108 偵 1664 背信 簽○ 林○葳 起訴

為 108 偵 1664 背信 簽○ 許○呈 起訴

為 108 偵 1664 背信 簽○ 陳○廷 不起訴處分

為 108 偵 1664 背信 簽○ 黃○霖 起訴

為 108 偵 1664 背信 簽○ 葉○豪 起訴

為 108 偵 13429 妨害秘密 刑偵七隊 余○民 起訴

為 108 偵 13429 妨害秘密 刑偵七隊 林○葳 起訴

為 108 偵 13429 妨害秘密 刑偵七隊 許○呈 起訴

為 108 偵 13429 妨害秘密 刑偵七隊 陳○廷 不起訴處分

為 108 偵 13429 妨害秘密 刑偵七隊 粘○眉 不起訴處分

為 108 偵 13429 妨害秘密 刑偵七隊 黃○霖 起訴

為 108 偵 13429 妨害秘密 刑偵七隊 葉○豪 起訴

為 108 撤緩 528 不能安全駕駛 桃園地檢 黃○宗 撤銷緩起訴處分

秋 108 偵 9373 毒品防制條例 中壢分局 劉○瑋 不起訴處分

秋 108 偵 10735 毒品防制條例 樹林分局 許○宗 起訴

秋 108 偵 11307 妨害自由 平鎮分局 林○銘 不起訴處分

秋 108 偵 12307 毒品防制條例 新北市刑大 龔○義 起訴

秋 108 偵 13263 侵占 簽○ 莊○斌 不起訴處分

秋 108 偵 13287 毒品防制條例 桃市刑大 魏○里 聲請簡易判決

秋 108 毒偵 2102 毒品防制條例 樹林分局 許○宗 起訴

秋 108 毒偵 2368 毒品防制條例 新北市刑大 龔○義 起訴

秋 108 毒偵 3050 毒品防制條例 新北市刑大 王○次 起訴

恭 108 偵 6938 妨害自由 桃園分局 林○昇 起訴．不起訴處分

恭 108 偵 6938 妨害自由 桃園分局 邱○億 起訴．不起訴處分

恭 108 偵 6938 妨害自由 桃園分局 徐○淼 起訴．不起訴處分

恭 108 偵 6938 妨害自由 桃園分局 高○青 起訴．不起訴處分

恭 108 偵 13456 侵占 中壢分局 呂○福 起訴

恭 108 偵 15470 侵占 中和分局 王○傑 不起訴處分

恭 108 偵 18091 竊盜 大溪分局 王○勇 起訴

恭 108 偵 18091 竊盜 大溪分局 曾○宏 起訴

恭 108 偵 18134 侵占 八德分局 王○傑 不起訴處分

恭 108 偵緝 1032 竊盜 溪湖分局 黃○珊 起訴

恭 108 偵緝 1468 詐欺 大園分局 吳○玄 起訴

恭 108 偵緝 1469 詐欺 大園分局 吳○玄 起訴

恭 108 調偵 1151 殺人未遂 桃市平鎮調委 汪○緯 不起訴處分

恭 108 調偵 1151 殺人未遂 桃市平鎮調委 簡○丞 不起訴處分



能 108 偵 1457 殺人未遂 大溪分局 王○儒 不起訴處分

能 108 偵 1457 殺人未遂 大溪分局 金○誠 不起訴處分

能 108 偵 1457 殺人未遂 大溪分局 曾○銓 不起訴處分

能 108 偵 17733 毀棄損壞 龜山分局 卓○良 不起訴處分

能 108 偵 18515 誣告 簽○ 崔○光 不起訴處分

寒 107 毒偵 6470 毒品防制條例 楊梅分局 古○升 聲請簡易判決

寒 108 偵 14976 毒品防制條例 北市刑大 羅○駿 起訴

寒 108 偵 15891 毒品防制條例 新北市刑大 羅○祐 起訴

寒 108 偵 15998 偽證 簽○ 徐○峻 起訴

寒 108 偵 16716 毒品防制條例 中壢分局 陳○晴 起訴

寒 108 偵 17164 毒品防制條例 北市刑大 羅○駿 起訴

寒 108 偵 19530 傷害 簽○ 林○帆 不起訴處分

寒 108 速偵 3232 不能安全駕駛 八德分局 嚴○華 聲請簡易判決

寒 108 速偵 3233 竊盜 大溪分局 盧○雄 聲請簡易判決

寒 108 速偵 3234 竊盜 桃園分局 林○裕 聲請簡易判決

寒 108 速偵 3235 不能安全駕駛 龜山分局 C○AIRAKKHAMCHOETCHU KOWIT聲請簡易判決

寒 108 速偵 3236 不能安全駕駛 桃園分局 范○偉 聲請簡易判決

寒 108 速偵 3237 不能安全駕駛 桃園分局 蕭○蔚 聲請簡易判決

寒 108 速偵 3238 不能安全駕駛 桃園分局 吳○霖 聲請簡易判決

寒 108 速偵 3239 不能安全駕駛 桃園分局 路○鼎 聲請簡易判決

寒 108 速偵 3240 不能安全駕駛 平鎮分局 曾○長 聲請簡易判決

寒 108 速偵 3241 不能安全駕駛 楊梅分局 林○義 聲請簡易判決

寒 108 速偵 3242 不能安全駕駛 大園分局 黃○樂 聲請簡易判決

寒 108 速偵 3243 不能安全駕駛 中壢分局 梁○杰 聲請簡易判決

寒 108 速偵 3244 不能安全駕駛 龍潭分局 樂○傑 聲請簡易判決

寒 108 速偵 3245 不能安全駕駛 八德分局 劉○達 聲請簡易判決

寒 108 速偵 3246 不能安全駕駛 中壢分局 楊○夆 聲請簡易判決

寒 108 速偵 3247 不能安全駕駛 大溪分局 周○田 聲請簡易判決

寒 108 速偵 3248 不能安全駕駛 桃園分局 江○民 聲請簡易判決

寒 108 速偵 3249 不能安全駕駛 桃園分局 張○成 聲請簡易判決

寒 108 速偵 3250 竊盜 中壢分局 王○? 聲請簡易判決

寒 108 速偵 3251 不能安全駕駛 中壢分局 巫○玄 聲請簡易判決

寒 108 速偵 3252 不能安全駕駛 大園分局 陳○志 聲請簡易判決

寒 108 速偵 3253 不能安全駕駛 龜山分局 林○上 聲請簡易判決

寒 108 毒偵 1317 毒品防制條例 中市刑大 古○升 聲請簡易判決

寒 108 毒偵 3421 毒品防制條例 北市刑大 羅○駿 起訴

寒 108 毒偵 3422 毒品防制條例 中壢分局 陳○晴 起訴

翔 108 偵 12050 非駕業務傷害 八德分局 黃○興 不起訴處分

翔 108 偵 15406 毒品防制條例 桃市刑大 郭○瑋 不起訴處分

翔 108 偵 15632 毒品防制條例 桃市刑大 林○凱 起訴

翔 108 偵 17703 妨害名譽 桃園分局 陳○豪 不起訴處分

翔 108 偵 18968 妨害名譽 簽○ 詹○田 不起訴處分

翔 108 偵 19356 毒品防制條例 簽○ 黃○瑤 不起訴處分

翔 108 調偵 1161 非駕業務傷害 桃市中壢調委 馮○正 起訴．不起訴處分

陽 108 偵 6433 妨害名譽 平鎮分局 張○祥 不起訴處分

陽 108 偵 9142 詐欺 龜山分局 宋○鈴 起訴

陽 108 偵 15608 詐欺 中正二局 李○祥 不起訴處分

陽 108 偵 18743 詐欺 簽○ 張○婷 不起訴處分

陽 108 偵 19667 不能安全駕駛 桃園分局 林○志 起訴

陽 108 調偵 701 傷害 桃市中壢調委 林○竣 不起訴處分

陽 108 調偵 701 傷害 桃市中壢調委 林○越 不起訴處分

陽 108 調偵 701 傷害 桃市中壢調委 詹○志 起訴

愛 108 速偵 3357 不能安全駕駛 大園分局 王○格 聲請簡易判決

愛 108 速偵 3358 不能安全駕駛 楊梅分局 蕭○光 聲請簡易判決

愛 108 速偵 3359 不能安全駕駛 大園分局 胡○香 聲請簡易判決

愛 108 速偵 3360 不能安全駕駛 平鎮分局 林○弘 緩起訴處分

愛 108 速偵 3361 不能安全駕駛 大園分局 陳○賢 聲請簡易判決

愛 108 速偵 3362 不能安全駕駛 中壢分局 杜○蘭 聲請簡易判決



愛 108 速偵 3363 不能安全駕駛 中壢分局 魏○萱 聲請簡易判決

愛 108 速偵 3364 不能安全駕駛 中壢分局 鄧○文 聲請簡易判決

愛 108 速偵 3365 不能安全駕駛 中壢分局 袁○倉 聲請簡易判決

愛 108 速偵 3366 不能安全駕駛 中壢分局 饒○祥 聲請簡易判決

愛 108 速偵 3367 不能安全駕駛 龜山分局 楊○興 聲請簡易判決

愛 108 速偵 3368 不能安全駕駛 桃園分局 V○ VAN NGOC 聲請簡易判決

愛 108 速偵 3369 不能安全駕駛 龍潭分局 陳○華 聲請簡易判決

愛 108 速偵 3370 不能安全駕駛 桃園分局 黃○生 聲請簡易判決

愛 108 速偵 3371 不能安全駕駛 桃園分局 李○軒 聲請簡易判決

愛 108 速偵 3372 不能安全駕駛 桃園分局 楊○憲 聲請簡易判決

愛 108 速偵 3373 不能安全駕駛 平鎮分局 吳○豪 聲請簡易判決

愛 108 速偵 3374 不能安全駕駛 大溪分局 吳○祥 聲請簡易判決

愛 108 速偵 3375 不能安全駕駛 楊梅分局 黃○冬 聲請簡易判決

愛 108 速偵 3376 不能安全駕駛 楊梅分局 周○忠 聲請簡易判決

慎 108 毒偵 2466 毒品防制條例 八德分局 施○宏 聲請簡易判決

慎 108 毒偵 3404 毒品防制條例 八德分局 施○宏 聲請簡易判決

溫 108 速偵 3275 不能安全駕駛 桃園分局 陳○蘭 聲請簡易判決

溫 108 速偵 3276 不能安全駕駛 楊梅分局 鄒○龍 聲請簡易判決

溫 108 速偵 3277 不能安全駕駛 桃園分局 王○杰 聲請簡易判決

溫 108 速偵 3278 不能安全駕駛 桃園分局 陳○強 聲請簡易判決

溫 108 速偵 3279 不能安全駕駛 大溪分局 曾○泉 聲請簡易判決

溫 108 速偵 3280 不能安全駕駛 楊梅分局 王○裕 聲請簡易判決

溫 108 速偵 3281 不能安全駕駛 龜山分局 卓○嬌 聲請簡易判決

溫 108 速偵 3282 不能安全駕駛 大園分局 陳○明 緩起訴處分

溫 108 速偵 3283 不能安全駕駛 大園分局 范○秋 聲請簡易判決

溫 108 速偵 3284 不能安全駕駛 龜山分局 羅○明 聲請簡易判決

溫 108 速偵 3285 不能安全駕駛 龍潭分局 張○銘 聲請簡易判決

溫 108 速偵 3286 不能安全駕駛 蘆竹分局 洪○順 聲請簡易判決

溫 108 速偵 3287 不能安全駕駛 大溪分局 林○義 聲請簡易判決

溫 108 速偵 3288 不能安全駕駛 八德分局 楊○光 聲請簡易判決

溫 108 速偵 3289 不能安全駕駛 中壢分局 簡○恩 聲請簡易判決

溫 108 速偵 3290 不能安全駕駛 中壢分局 鄭○國 聲請簡易判決

溫 108 速偵 3291 不能安全駕駛 桃園分局 李○昱 聲請簡易判決

溫 108 速偵 3292 不能安全駕駛 大溪分局 鄭○揚 聲請簡易判決

溫 108 速偵 3293 不能安全駕駛 大園分局 吳○寒 聲請簡易判決

溫 108 速偵 3294 竊盜 中壢分局 張○英 聲請簡易判決

溫 108 速偵 3295 竊盜 平鎮分局 李○城 聲請簡易判決

義 106 少連偵 315 偽造文書 臺灣高檢 唐○浩 不起訴處分

義 106 少連偵 315 偽造文書 臺灣高檢 馬○ 不起訴處分

義 106 少連偵 315 偽造文書 臺灣高檢 劉○宇 不起訴處分

義 106 少連偵 315 偽造文書 臺灣高檢 戴○誠 不起訴處分

義 106 少連偵 315 偽造文書 臺灣高檢 鍾○弘 不起訴處分

義 106 少連偵 315 詐欺 臺灣高檢 劉○謙 起訴

精 108 偵 15654 竊盜 龍潭分局 簡○城 不起訴處分

精 108 偵 19616 不能安全駕駛 八德分局 蔡○文 聲請簡易判決

龍 108 撤緩毒偵 404 毒品防制條例 桃市桃園調委 邱○誠 起訴

龍 108 撤緩 511 毒品防制條例 執○科簽分 劉○展 撤銷緩起訴處分

霜 107 偵 12154 詐欺 臺灣高檢 李○賢 起訴

霜 107 偵 26474 銀行法 簽○ 林○慧 起訴

霜 107 偵 26474 銀行法 簽○ 林○男 起訴

霜 107 偵 26474 銀行法 簽○ 林○彤 起訴

霜 107 偵 26474 銀行法 簽○ 鄭○威 起訴

霜 107 偵 26474 銀行法 簽○ 薛○憫 起訴

霜 107 偵 26474 銀行法 簽○ 謝○慧 起訴

霜 108 偵 716 銀行法 新北市調查處 人○自然生活妙有限公司 起訴

霜 108 偵 716 銀行法 新北市調查處 台○綠色農業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起訴

霜 108 偵 716 銀行法 新北市調查處 李○賢 起訴

霜 108 偵 716 銀行法 新北市調查處 林○慧 起訴



霜 108 偵 716 銀行法 新北市調查處 林○男 起訴

霜 108 偵 716 銀行法 新北市調查處 林○彤 起訴

霜 108 偵 716 銀行法 新北市調查處 鄭○威 起訴

霜 108 偵 716 銀行法 新北市調查處 薛○憫 起訴

霜 108 偵 716 銀行法 新北市調查處 謝○慧 起訴

霜 108 偵 8885 詐欺 臺灣高檢 何○綸 不起訴處分

霜 108 偵 8885 詐欺 臺灣高檢 李○賢 起訴

霜 108 偵 8885 詐欺 臺灣高檢 林○男 起訴

霜 108 偵 8885 詐欺 臺灣高檢 謝○慧 起訴

霜 108 偵 18352 妨害名譽 楊梅分局 黃○富 不起訴處分

霜 108 偵 18383 廢棄物清理法 保七三大 陳○聖 起訴

霜 108 偵 18413 侵占 桃園分局 曾○釩 不起訴處分

霜 108 偵 18413 侵占 桃園分局 游○信 不起訴處分

霜 108 偵 18676 銀行法 簽○ 得○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起訴

霜 108 偵 19938 不能安全駕駛 八德分局 王○換 聲請簡易判決

霜 108 調偵 1092 妨害自由 桃市桃園調委 邱○凱 起訴．不起訴處分

藏 108 偵 13411 傷害 簽○ 吳○? 不起訴處分

藏 108 偵 14299 妨害家庭 簽○ 黎○翔 不起訴處分

藏 108 偵 14299 妨害家庭 簽○ 賴○涵 不起訴處分

藏 108 偵 16702 妨害自由 八德分局 王○田 不起訴處分

藏 108 偵 16702 妨害自由 八德分局 王○斌 不起訴處分

藏 108 偵 16702 妨害自由 八德分局 王○瑞 不起訴處分

藏 108 偵 19321 兒少性剝削 北市少隊 吳○賓 緩起訴處分

 


